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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童佳怡 摄
影报道）近日，芝罘区支农里小区住户向

“烟台民意通”6601234反映，部分暖气管
道已改造完成，但开挖后破损的路面却迟
迟没有修复。

10月13日下午，记者来到支农里小区
附近的福海街看到，这里暖气管道改造涉
及的路面宽约15米，自西向东总长约300
米，路面比旁边平行的砖砌路面要低10厘
米左右。此外，因为施工，有些树木、草坪
和人行道路砖已经破坏，路面回填工作已
经完成，但硬化工作目前尚未进行。

王女士在支农里小区住了15年，福海
街是她出门的必经之路，小区路面没有修
复给她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骑车的时候都
要格外小心。“刮风天的时候路面扬尘就不
少，下雨的时候就成了泥巴路。”王女士说。

“小区晚上的路灯较暗，这里是老小
区，老年人和小孩很多，路面不平、下雨时
的路面积水，很容易造成老人和小孩滑倒
摔伤。”居民马先生表示，这样的路面对于
车技不好的居民来说，磕碰是常有的事。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小区买完菜回家
的人们走在坑洼的路面上，自行车推车很
容易倾斜，老年人路过还要挑平地走，进出
很不方便。在采访中，多位业主表示，希望

路面早日修复，让他们住得安心、放心。
现场勘查情况属实后，记者向烟台市

城管局、芝罘区城管局、烟台热力公司反映
了该问题。市热力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支农里小区及周边区域目前正在进行
供暖管道改造工作，管道施工时间从今年7
月份开始，将于10月15日之前完工。“我
们会在规定工期内尽快完成管路改造工
作，保证后续市政部门对路面的回填、硬

化、修复、清洗等相关工作尽早完成。”热力
公司负责人说。

芝罘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则表示，市
热力公司已办理了正规的破路手续，供暖管
道改造完成后，会尽快完成小区周边的路面
硬化、修复等相关工作。烟台市城市管理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4日就会安排道路养
护管理处对该路段进行恢复工作。烟台民
意通将持续对此事件予以关注。

本报讯（YMG 全媒
体记者 纪殿国 摄影报
道）烟台市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收到海阳市
行村镇南麻姑岛村村民
投诉，称村内造船厂一
直向外排污水，向村委
反映未处理。近日，“烟
台民意通”记者与烟台
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督办员现场调查，
发现为不实投诉。

“烟台民意通”记者
与督办员赶到现场后，
发现该船厂是一家渔船
修理厂，一艘木质渔船
正在工作台上维修。

督办员和记者一
行，随即进入该船厂暗
访。在船厂濒临的海边
没有发现排污管道，也
没有发现有污水流入海
中。转遍整个厂区，没
有发现能产生污水的工
作环节。

“我们这个船厂有
20多年的历史了，主要
是维修周边的渔船。没
有产生污水的操作规
程。即使偶尔喷漆，我
们都垫的保护材料，不
落到地面。”该船厂负责
人说，船厂已经被投诉
类似问题，但是相关部
门来检查时，都没有发
现排污问题。

记者了解到，海阳
市行村镇政府也对此事

做过调查，结论是：没有发现排污。但该船厂
没有办环评手续，督促抓紧办理环评手续。采
访中，船厂负责人表示，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中。

督办员和记者一行经过全面调查，没有发
现该船厂向外排污。烟台市12345政务服务
热线督办员认定：该投诉为不实投诉。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吕金滙 摄
影报道）居民楼外墙雨水管破损，导致雨水
流入居民家中。家住芝罘区奇山东街的牟
姓老人遇到了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无奈
之下拨打了“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进
行了投诉。

牟先生家住芝罘区奇山东街付4号楼
的 2楼东侧。去年开始，家里一到下雨
天，厨房的墙角就会漏水。起初，牟先生
以为是窗户周围的墙壁存在问题，于是便
找来工人修补厨房的墙壁，后来却发现漏
水的情况依然没有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
的趋势。

在牟先生家，民意通记者看到，他家
中的厨房东侧窗户紧靠着该楼的雨水
管，这面墙壁已发黑发霉，紧靠窗户的灶

台上摆放着4个塑料盒子，用来接流入家
中的雨水。由于漏水太多，修补墙壁也
无济于事，为了避免灶台被水泡，他只能
用塑料盒子接取部分雨水。记者从这栋
居民楼的外侧观察，发现紧靠厨房窗户
的雨水管已经严重破损。这根雨水管顶
部的雨水斗几乎完全碎掉，已经无法使
用，导致雨水无法完全顺着雨水管向下
排出。记者随后采访了这栋楼的另一位
居民，他也表示家中厨房在下雨天有漏
水的情况发生。

奇南社区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这栋
楼年代久远，没有物业管理，也没有公共维
修基金。如果想要彻底解决雨水管的问
题，只能全楼居民共同出钱维修。

针对此事，民意通记者将会继续关注。

烟台交警全面清理
占路违停和地锁地桩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史崇胤 通讯员 海波 兆平 摄
影报道）近日，针对市民反映南洪街一带停车困难，很多商户为
了占据停车位将自行车、地桩等物品摆放在路边施划的机动车
停车位内，导致无处停车并且行车困难的问题，烟台交警联合辖
区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南洪街的占道违法行为进行
集中清理，为市民出行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13日上午，记者随交警来到烟台知名的小吃一条街南洪
街，在道路的西头记者看到一辆废旧的摩托车被铁链锁住，摆放
在路边施划的停车位内。烟台交警一大队大队长杨涛带领执勤
人员立即调查摩托车车主，得知这辆摩托车是路边一商户所有，
目的就方便自己停车使用或者搬运货物。“这里是公共停车区
域，所有人都可以停车，请立即转移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否则
我们会将占据停车位的车辆直接拖走。”杨涛对商户进行了普法
和批评教育。这家商户很快将这辆废旧的摩托车移走。

同时，在很多路边施划的停车位上，记者看到一些商户为了
自己方便将三轮车、电动车、自行车停在此处，自己停车的时候
就挪开，不用的时候就占着。民警对这些商户的违法占道行为
进行了警告教育，现场对占道车辆进行了清理。

与此同时，烟台交警联合辖区街道办事处城管部门，对于南
洪街一带使用地锁、地桩占据停车位的情况进行整治。在一家
饭店门前，几根上了锁的地桩十分显眼，城管部门带来铁锹、铁
锤、电气焊等工具，对地锁进行了清理，并告知了商户以后严禁
此类占用公共空间的违法行为。

同时，烟台交警一大队对万达商圈开展了对违停占路等违
法行为的集中清理。此前，烟台民意通也关注了万达商圈乱停
车的问题。在西关南街附近，记者看到一辆SUV正停在靠近文
化中心的路边。巡逻民警对这辆违停的女司机进行警告教育，
并指挥对方迅速驶离。

在锦华街上，靠近万达广场南出口处，是外卖小哥接单取餐的
集中点。记者随交警到达的时候，发现个别外卖小哥图省事没将
电动车停放在指定区域，交警立刻进行整治清理，并约谈了外卖企
业负责人要求加强外卖骑手教育管理，共同维护好道路交通秩序。

烟台交警一大队大队长杨涛表示，下一步针对市民反映的
情况，将开展常态化执法巡逻、增加频次力度，对南洪街、万达商
圈周边违法行为开展持续性打击。本次清理整治行动，不仅对
现场违法行为进行查纠整改，并邀请记者全程随警作战，通过媒
体对全体交通参与者发出文明出行倡议，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
通的交通环境。

暖气管道改造 破损路面影响出行
支农里小区业主期盼小区路面早日修复

老人家中下雨就漏水
老楼年代久远 维修无门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高少帅 通讯员
莫言）今年10月 14日是第 52届世界标准日。
来自市市场监管局消息，近年来我市区域标准
化发展水平得到长足发展，国家、省级标准化试
点示范项目达到160项，主导或参与完成的国
家、行业和地方标准总数达到2065项，7家企业
牵头或参与完成了14项国际标准……随着标准
化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烟台标准走上
国际舞台。

标准化让烟台产业提质增效

“十三五”以来，标准化在我市各行业日益发
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助推烟台特色产业提质增
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成效明显。

随着标准化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市形成了以
国际标准为引领、国家标准为导向、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共同支撑的标准体
系。结合我市“鲁菜之乡”的优势，组织我市餐饮
企业和行业协会主持制定近70项鲁菜省地方标
准。围绕我市急需的政务服务、农业技术推广，
市农业农村局、民政局、市委组织部、人社局、自
然资源局等部门开展市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先
后制定发布了《烟台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设施设
备要求》《村民委员会选举会场设置规范》等5项
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领域市级地方标准。长岛
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烟台农学会、烟台市大樱
桃协会、山东省固废产业协会等18个社会团体
组织在平台注册并发布团体标准19项。截至
2020年底，全市3045家企业在“企业标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上自我声明公开了19357项标准，
涵盖33513种产品。

乡村振兴标准支撑工程加快实施。在提升
现代农业标准化基础能力方面，我市贯彻质量兴
农、标准强市战略要求，重点围绕苹果、大樱桃、
莱阳梨、海阳白黄瓜等烟台优势特色领域，相关
粮油、蔬菜、果品、水产、畜禽等主要农产品领域
以及育苗栽培、安全防控、精细化管理等方面开
展标准研制，先后组织制定了烟台苹果、龙口粉
丝、烟台葡萄酒、莱阳梨、苹果果腐病菌检疫鉴定
方法、海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等47项国家、行业
标准，以及烟台大樱桃、烟台海参、烟台鲍鱼、莱
州梭子蟹、刺参浅海网箱养殖技术规范等202项
山东省地方标准和67项烟台市地方标准，农业

标准化助推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海岛标准化示范区树全国标杆

海洋经济大市标准创新工程是我市标准化
提升的典范。目前，国家石斑鱼陆海接力健康养
殖标准化示范区等3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
目完成创建通过验收，为海洋标准化健康养殖提
供可借鉴的示范模式。为加快完善海洋牧场标
准建设，市市场监管局牵头提出的《海洋牧场建
设技术指南》国家标准制定项目2019年12月经
国标委正式立项，目前标准已完成报批待发布，
这是我国首个海洋牧场建设领域的国家标准，将
为各地海洋牧场的建设提供指南。2018年长岛
被省政府确定为首批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
以来，以同步开展标准化建设为重点，启动长岛
全国海洋生态保护和持续发展标准化示范区建
设，已于2020年底顺利通过验收，为全国的海岛
建设提供了参考。

制造业强市标准领航。在高端化工领域，万
华化学获批筹建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化工新

材料），加快构建形成集科技创新、标准研制和产
业化支撑发展的平台体系，推动化工新材料科技
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技术标准。山东国风风电
整机装备制造、烟台盛泉机泵系统运行状态监测
及远程传输智能应用2个高端装备标准化省级试
点顺利完成创建并于2019年通过验收，万华化
学、招远双塔粉丝2个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项目
完成了创建任务通过了验收，带动了我市装备制
造业和化工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万华化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制定的《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
企业标准，技术指标达到同行业全球领先水平，
获评山东省首批企业标准“领跑者”，龙口丛林集
团牵头制定的GB/T 26494-2011《轨道列车车
辆结构用铝合金挤压型材》国家标准获2016年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项目奖二等奖。

对标企业和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宜业宜居宜游城市标准保障工程，在全国引
起热烈反响。全市开展国家级、省级服务业标准
化试点项目创建工作，涵盖了公共安全、交通运

输、教育文化、养老保障、政务服务等公共服务领
域及旅游、住宿、物流、电子商务等现代专业服务
领域。大力发展烟台特色服务标准体系，以仙
阁、山海、红色文化、葡萄酒文化、渔家乐等特色
旅游为重点，发挥蓬莱阁景区、蓬莱八仙过海国
家级标准化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蓬莱创实酒
店、黑尚莓树莓文化旅游、莱阳“梨乡风情”旅游、
栖霞牟氏庄园等一批省级标准化试点建成并通
过验收，引领了我市旅游企业的规范发展。积极
探索推进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领域的标准化建
设，先后启动了招远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烟台港
客运滚装服务、芝罘区人力资源服务、莱阳政务
服务中心等省级试点创建，不断扩展标准化工作
的覆盖面。2018年，烟台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养老服务标准化试点完成了省级项目创建通过
考核验收，并被国家标准委批准立项为第五批国
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
山东君顶酒庄有限公司餐饮住宿服务、莱阳顺德
盛幼儿园学前教育服务也顺利获批国家级服务
业标准化试点，创建水平不断提升。长岛综合试
验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综合试点项目（国家

级）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于2020年3月正式批准立项建设，这些试点项
目的建设将为建设宜业宜居宜游城市提供标准
支撑。

“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全
力推进。2018年烟台被国家标准委列入第一批

“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的32个
城市，通过开展对标达标进一步引导企业做好
标准自我声明公开。2019年我市组织专家开展
了GB/T 37442-2017《汽车用制动盘》与相应
国际标准、欧美发达国家法规和标准等的比对
研究，制定了《机动车底盘产品对标技术方案》，
发动企业积极参与对标达标，37家重点企业参
与了活动，整体提升了我市汽车配件质量。获
批筹建山东省汽车售后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牵头带动多家烟台企业参与制定了《汽车制
动毂》《汽车售后零配件市场服务规范》等国家
标准，不断完善汽车产品及服务标准体系。截
至2020年底，全市共完成对标达标企业74家，
共完成对标达标结果172项，对标企业和对标
数量位居全省第3位。

“烟台标准”走上国际舞台
我市7家企业牵头或参与完成了14项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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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生
污
水
的
操
作
规
程

未经硬化的回填的道路未经硬化的回填的道路，，坑坑洼洼坑坑洼洼。。

交警清理南洪街乱停车交警清理南洪街乱停车。。

海阳南麻姑岛村造船厂海阳南麻姑岛村造船厂。。

雨水斗破损雨水斗破损。。

万华工业园总控中心。（资料片）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

海关关员深入果品企业实施
技术指导。（资料片）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摄
工作人员将一批斑石鲷倒入运鱼船。（资料片）

YMG全媒体记者 唐克 摄


